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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表
摩托罗拉 DS457

获得适合任何表面上任何条码的免持
扫描便利和超凡扫描速度 
利用摩托罗拉 DS457，实现从零售 POS、机场登机

口到制造生产线的大量免持扫描。借助综合全面

的数据采集功能，工人几乎可以扫描任何条码，

包括一维、二维和直接部件打标。无论哪种类型

的条码，无论条码印在纸制标签上，刻在产品中

还是显示在手机屏幕上，突破性的数字成像技术

实现超凡的扫描速度。小巧的机身适合大多数空

间受限的区域。工人可以选择投射模式或触发启

动模式，可灵活用于范围广泛的各类应用。DS457 
可被集成到范围广泛的各种产品中，而且其流畅

的外型设计在零售柜台等面向客户的区域也同

样表现出众。  

适合所有条码的真正一流性能 
针对几乎每种条码（一维、二维和直接部件打标）

都有出色性能，工人可以在对产品扫描时尽快地

采集条码。在扫描之间绝对不需停顿，保障工作

效率。

适合最小的空间 
在无需空间或需要最小空间的地方，机身小巧的 
DS457 是理想的选择。仅有 1.15 英寸（高）x 2.3 英寸

（长）x 2.44 英寸（宽）（2.92 厘米高 x 5.84 厘米长 x 
6.2 厘米宽），本设备几乎可以安装在任何地方， 
可以附于收银机上或柜台下，完全无需占用零售

收银台的空间，也可以附于空间受限的制造单元

或机场出入口。

扫描任何表面上的条码，包括移动电话
显示屏
客户正迅速采用可以在移动电话上携带的移动条

码，例如电子票、登机牌和积分卡。由于 DS457 可
以读取移动电话和计算机显示屏上的条码，用户

可以随时处理下一代条码，保障客户便利、客户

服务质量和员工的工作效率。

集成简单灵活
DS457 可以用作独立扫描器，也可以集成到大多数

的有限空间产品中，从而在移动数据终端、手持

扫描器、自助服务中断、医疗诊断仪器、博彩终端

等实现世界一流的扫描性能。 与产品设计的集

成很简单，无需考虑光学、机械或电子工程。如果

现在已经部署 Motorola Miniscan，通用的界面让用

户只需转换扫描器，就能经济高效地提高扫描性

能和质量，无需对安装区域重新安排工具或重新

设计。

用户几分钟内即可启动和运行
具备充分的全向扫描功能，无需将条码与阅读器

精确对齐。带有明亮中心点的独特瞄准模式确保 
在明亮的光线下也能快速准确地进行扫描。这使

得扫描功能高度直观，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几乎无需进行培训并免除了与此相关的成本。

特点

四种模式可满足任何数
据采集需求

SR（标准范围）适用于中
等至大型条码的一维/ 
二维密集型应用

HD（高密度）适用于制造
业常见的小而密条码

DL（驾驶证解析）非常适
合需要采集美国 驾驶
证 ID 信息的一维/二维
应用

DP（直接部件打标）适用
于快速采集每种类型的
直接部件打标，包括点
式打标、激光刻蚀、化学
刻蚀、喷墨、印模、浇铸
和热喷镀，采集几乎任
何表面上的标记，包括
金属、橡胶、塑料和玻璃
上的标记

扫描纸张、移动电话和
计算机显示屏上的任何
条码

扫描任何介质上的几乎
任何条码；支持客户采

摩托罗拉 DS457 系列
下一代固定式条码阅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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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移动条码

综合全面的数据采集 
功能 — 一维、二维和 
直接部件打标码、驾驶
证解析、静止图像、 
视频和 OCR
各种各样的系列可以满
足任何的固定式免持扫
描需求

强大的 624 MHz
处理器、快速的传感器

快门速度和正在申请专
利的快速脉冲照明

扫描所有条码时实现超
凡的扫描速度；提高吞
吐量和工作效率

机身小巧

几乎可以安装在任何地
方；实现柜面下“隐形”
安装

圆润美观的设计

适合装修讲究的零售
商店和其他面向客户的
区域

安装配件

轻松安装在需要的地
方，在收银机上、柜面 
下等

全向扫描

无需对准条码和扫描
器；提升人体工程学设

四种模式满足任何应用需求
不管您需要扫描什么类型的条码，总有一种模

式满足您的需求。

DS457-SR：1D 与 2D 条码扫描相结合。这种标

准范围模式专门满足范围广泛的各类应用需

求，针对最多种类的条码提供尽可能最大的工

作范围。

DS457-HD：优化用于全面的 2D 条码采集。

我们采用 DS457-SR 标准范围模式，并优化对焦

功能，以适应制造业常见的极小、极密集的二

维条码。电子制造商可以确保在生产线中在正

确的时间使用了正确的部件。而制药商可以在

生产和包装产品时对产品进行跟踪，从而遵守

跟踪与追踪法规。

DS457-DL：结合一维和二维条码扫描以及驾驶

证解析功能。我们在 DS457-SR 标准范围模式

中添加驾驶证解析功能，能够对美国任何州的

驾驶证 以及其他国家身份证明上的条码信息

进行即时解码，支持范围广泛的各类增值应

用。在零售 POS 环境中，DS457-DL 可以轻松地

自动填写信用卡和积分卡，并能轻松无误地进

行年龄验证。

DS457-DP：针对一维和二维条码以及直接部

件打标提供全面支持。这种强大的模式基于 
DS457-HD 的高密度扫描功能，再添加新的算法，

确保轻松读取任何直接部件打标。工人可以轻

松地采集最具挑战的直接部件打标，包括印在

黑色塑料、黑色橡胶、钢铁和铸铁上的低对比度

标记。

为最大限度延长正常运行时间
提供一流的支持
为了让您对服务放心，我们的“全年无忧服务”

计划可确保您的 DS457 阅读器顺利运行。由于自

有的全面保修涵盖内部和外部组件的正常磨损

和意外受损，特别地免除了不可预知的维修费

用。借助这些服务和支持，可确保设备拥有更长

的使用寿命，能够保持卓越的性能 — 进而为您

带来实实在在的出色 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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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457 系列解码区域（典型）

扫描景深

标签密度/
纸制标签

DS457-SR / DS457-DL DS457-HD / DS457-DP
英制 公制 英制 公制

Code 39 - 3 mil 未测试 未测试 1.2 - 4.8 英寸 3.0 - 12.2 厘米

Code 39 - 5 mil 1.3 - 8.1 英寸 3.3 - 20.6 厘米 1.1 - 5.7 英寸 2.8 - 14.5 厘米

Code 39 - 20 mil 1.8 - 16.5 英寸 4.6 - 41.9 厘米 1.9 - 9.7 英寸 4.8 - 24.6 厘米

UPC - 13 mil 1.5 - 15.3 英寸 3.8 - 38.9 厘米 1.7 - 8.3 英寸 4.3 - 21.1 厘米

Datamatrix - 4 mil 未测试 未测试 1.6 - 3.0 英寸 4.1 - 7.6 厘米

Datamatrix - 5 mil 未测试 未测试 1.4 - 3.7 英寸 3.6 - 9.4 厘米

Datamatrix - 7.5 mil 2.0 - 6.0 英寸 5.1 - 15.2 厘米 1.2 - 4.4 英寸 3.0 - 11.2 厘米

Datamatrix - 10 mil 1.5 - 8.4 英寸 3.8 - 21.3 厘米 未测试 未测试

Datamatrix - 15 mil 1.6 - 10.9 英寸 4.1 - 27.7 厘米 未测试 未测试

QR 码 - 5 mil 未测试 未测试 1.5 - 3.1 英寸 3.8 - 7.9 厘米

QR 码 - 7.5 mil 2.1 - 5.1 英寸 5.3 - 13.0 厘米 1.1 - 4.0 英寸 2.8 - 10.2 厘米

QR 码 - 10 mil 1.5 - 7.0 英寸 3.8 - 17.8 厘米 1.1 - 4.6 英寸 2.8 - 11.7 厘米

PDF417 - 4 mil 未测试 未测试 1.4 - 3.8 英寸 3.6 - 9.7 厘米

PDF417 - 6.67 mil 1.8 - 7.1 英寸 4.6 - 18.0 厘米 1.0 - 4.8 英寸 2.5 - 12.2 厘米

PDF417 - 10 mil 1.2 - 10.2 英寸 3.0 - 25.9 厘米 未测试 未测试

PDF417 - 15 mil 1.5 - 13.0 英寸 3.8 - 33.0 厘米 未测试 未测试

运动增强模式中的远端范围将减少。

全国免费咨询热线

www.motorolasolutions.com/cn

中国大陆地区：4006-456-456 中国香港地区：300-27861 中国台湾省：00801-14-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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